
■责任编辑 李绍华6
版

■2014年 1月 17日 星期五

法律之声 EEEEEEEEEEEOOOOOOOOOOOPPPPPPPPPPPLLLLLLLLLLLEEEEEEEEEEE''''''''''' SSSSSSSSSSS CCCCCCCCCCCOOOOOOOOOOOUUUUUUUUUUURRRRRRRRRRRTTTTTTTTTTT DDDDDDDDDDDAAAAAAAAAAAIIIIIIIIIIILLLLLLLLLLLYYYYYYYYYYYPPPPPPPPPPP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电子信箱：lishaohua@rmfyb.cn

■热线电话：（010）6755072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媒体报道司法指南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院院长办公室 翻译 张来霞

（上接第五版）
主审法官在决定是否批准媒体关于

播放庭审过程的申请时， 可参考 《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关于电视播放庭

审过程的意见》， 详情请登录网站。
媒体提交申请时必须提出充分理

由 。 在不影响当事人利益或公共利益
时， 法庭可以延迟批准这一申请， 以便
留出时间供庭审相关人员寻求法律咨

询。

电脑的使用

通常情况下， 公众或媒体记者可将
手提电脑带入庭审现场。 但电脑仅作记
录之用 ， 使用时不得影响正常审判工
作， 也不得干扰法庭电子设备的正常运
行。

庭审现场使用的电子设备

本部分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

院、 省最高法院以及省法院庭审过程中
允许和禁止使用电子设备的相关规定作

简要介绍。
1.关于术语解析。
“注册媒体”指依据《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法院关于媒体注册的规定》，进行登
记注册的媒体工作人员；“审判庭” 指审
判员审判诉讼案件的场所；“电子设备”
指任何能够传播或录音的设备， 包括智
能手机、移动电话、电脑、笔记本电脑、平
板电脑、 掌上电脑及其他类似设备；“审
判员”指省上诉法院、省最高法院、省法
院以及治安法院的法官。

2.关于禁止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 庭审过程中禁止使用

具有收发信息功能的电子设备。 即使法
庭允许使用电子设备， 也要避免下列情
况 ： 干扰法庭音响系统或其他技术设
备； 违反法庭纪律， 妨碍正常审判； 电
子设备发出噪音； 违反规定拍照摄像；
未经允许对庭审过程录音。

3.关于允许在省上诉法院使用电子
设备的规定。

在不影响省上诉法院正常审判的前

提下， 任何人均可使用电子设备收发信
息。

4.关于允许在省最高法院和省法院
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定。

庭审过程中， 注册媒体记者、 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法律协会的律师可使用电

子设备收发信息。
5.关于注册媒体可对任何庭审过程

进行录音的规定。
在省上诉法院、 省最高法院以及省

法院庭审现场进行报道时， 注册媒体记
者可以录音， 但除核实庭审记录外不得
另作他用。

6.关于审判员自由裁量权的规定。
主审法官可根据庭审实际情况， 独

立作出允许使用一种或多种电子设备的

命令 。 本部分规定与法官命令不一致
时， 以法官命令为准。

7.关于限制媒体报道的规定。
本部分规定与 （法律规定或法庭要

求实行的 ） 限制媒体报道规定不一致
时， 以后者为准。

在庭审现场使用电子设备收发信

息，必须遵守（法律规定或法庭要求实行
的）限制媒体报道规定或其他相关规定。

8.关于对媒体的惩罚规定。
媒体违反本部分规定可能受到下列

一种或多种处罚：
一是要求关闭电子设备；

二是要求离开法庭；
三是没收媒体身份注册卡；
四是因 “藐视法庭” 被提起诉讼；
五是因违反限制媒体报道规定被提

起诉讼；
六是法庭规定的其他惩罚措施。
如查询关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庭审

现场使用电子设备的详细规定，请联系：

省上诉法院

法务官 Timothy Outerbridge
timothy.outerbridge@courts.gov.bc.ca，
电话 604-660-0352

省最高法院

法务官 Jill Leacock
jill.leacock@courts.gov.bc.ca，
电话 604-660-2720

省法院

法务官 Gene Jamieson, Q.C.
gjamieson@provincialcourt.bc.ca，
电话 604-660-2864

媒体注册规定

媒体注册工作由省最高法院负责具

体实施。 媒体注册后可在省上诉法院、
省最高法院以及省法院使用电子设备。

1.关于媒体注册委员会：
独立于法庭并有多名专业记者组成

的委员会。 所有注册申请都必须经该委
员会批准。 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Ian Bailey， 《环球邮报 》 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分部， ibailey@globeandmail.
com；

Petti Fong， 《多伦多明星报 》 温
哥华分部负责人， pfong@thestar.ca；

Kim Bolan， 《温哥华太阳报 》 ，
kbolan@vancouversun.com；

Jane Seyd， 《 北 岸 新 闻 》 ，
jseyd@nsnews.com；

Terry Nonnelly， 《加拿大广播公
司》， terry.donnelly@cbc.ca；

Stephen Smart， 《加拿大新闻网》，
stephen.smart@cbc.ca；

Keith Fraser， 《 省 报 》 ，
kfraser@theprovince.com。

2.关于媒体注册程序：
申请人首先与媒体注册委员会联

系， 提供委员会所需信息， 并声明遵守
关于媒体记者的所有规定； 如媒体注册
委员会认为申请人符合条件， 将向省最
高法院法务官 （或其助理） 提出建议；
省最高法院法务官 （或其助理） 收到委
员会建议后， 要求申请人填写相关表格
以完成注册。

3.关于媒体注册条件：
一是确认申请人已阅读加拿大司法

委员会编写的 《加拿大媒体报道司法指
南》 （2010 年 4 月）；

二是确认申请人已阅读 《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法院关于媒体在庭审过程中使

用电子设备的几项规定 》 （请阅读第
21 至 24 页）；

三是填写 《媒体注册保证书 》，并
按照本部分第 4 条要求发送到指定邮
箱；

四是填写《媒体注册身份信息表》，并
按照本部分第 4条要求发送到指定邮箱。

4.关于 《媒体注册保证书》 和 《媒
体注册身份信息表》：

基本原则

通常情况下， 庭审过程必须对公众
和媒体公开。 这有利于公众对司法审判
活动的监督， 可以起到促进司法改革、
防范司法腐败、 实现司法公正的积极作
用。 但在特殊情况下， 为确保司法独立
与公正、 保护被害人或证人的个人隐私
及人身安全、 避免泄漏未成年被告人的
身份信息， 法庭有权根据实际情况 （事
实上也经常 ） 实行限制媒体报道的规
定。

此外， 《刑法》、 《青少年刑事法》
和 《儿童、 家庭和社区服务法》 等法律
也有允许或要求实行限制媒体报道的相

关条款。
由于司法领域涉及面广、 诉讼程序

复杂 ， 媒体记者必须深入了解庭审过
程， 才能进行客观准确的报道。 记者在
报道过程中存在任何疑问， 应及时咨询
相关法律部门或专业人员。 媒体违反限
制报道规定将面临严重处罚。

对于持续时间较长的庭审案件， 法
庭工作人员往往会善意提醒媒体遵守已

生效的限制报道规定。 但实际工作中媒
体必须加强自我约束， 时刻意识到并认
真落实这一规定。 记者违反上述规定可
能构成犯罪， 也可能因 “藐视法庭” 被
提起诉讼。

本章主要对省最高法院网站上登载

的 “媒体报道限制研究项目 ” 进行回
顾。 下列内容只是部分限制媒体报道的
规定， 并非对法律条文的权威解读。

一般来说， 主要存在三种限制媒体
报道的规定。

一是法律明确规定的限制报道条

款。 这类规定无须法庭命令或当事人申
请即自动生效。

二是经当事人申请 ， 法官要求实
行的限制报道规定 。 比如 ， 法官必须
在被告人申请的情况下 ， 才能实行
《刑法 》 第 517 条规定的限制报道条
款。

三是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实行的限

制报道规定。

自动生效的限制报道规定

1.关于 《刑法》
第 276 条第 3 款规定， 媒体擅自报

道 （本法第 276 条第 1 款规定的） 听证
会上的任何信息将构成犯罪。 在涉及性
侵害的庭审过程中， 法庭可就是否采纳
被害人的证据举行听证。 在法官没有公
布听证结果的情况下， 媒体不得对听证
结果进行公开报道。

第 278 条第 9 款规定， 媒体擅自报
道 （本法第 278 条第 3 款规定的） 听证
会上关于被害人或证人的个人信息将构

成犯罪。 在涉及性侵害的庭审过程中，
法庭往往会举行听证。 在法官没有公开
听证结果的情况下， 媒体不得对听证结
果进行公开报道。

第 542 条第 2 款规定， 在被告人被
释放、 出庭受审或案件审结前， 媒体对
预审听证过程中被告人供述的内容进行

公开报道将构成犯罪。
第 648 条第 1 款规定， 在陪审团退

庭审议前， 媒体对于庭审过程中的任何
信息进行公开报道将构成犯罪。
第 672 条第 51 款规定 ， 陪审团认

定被告人不宜受审或存在精神问题而

不负刑事责任后 ， 媒体不得对听证过
程中提交法庭的任何评估报告进行公

开报道。

2.关于 《青少年刑事法》

第 110 条规定 ， 任何人不得公开
（青少年） 被告人姓名， 也不得以其他
方式暗示其身份信息。

但如果 （青少年） 被告人以成人身
份受审， 媒体可以自由报道。 如果该被
告人涉嫌暴力犯罪， 而法庭驳回公诉人
“以成人身份受审” 申请而坚持以未成
年身份审判时， 媒体也可以自由报道。
在这种情况下， 法庭也可根据实际情况
实行限制媒体报道的规定 （详见 《刑
法》 第 75 条）。

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指年满 14 周岁
的青少年实施的一级谋杀、二级谋杀、杀
人未遂、过失杀人、性侵害或其他犯罪行
为。（青少年）被告人涉嫌暴力犯罪，应负
与成年人相同的刑事责任。

第 111 条第 1 款规定， 刑事犯罪中
被告人、 被害人、 证人均为未满 18 周
岁的青少年时， 媒体不得对被害人及证
人身份公开报道。

3.关于 《性犯罪信息登记法》
第 16 条第 4 款规定， 媒体不得对

信息采集中心依据本法登记的 （关于性
犯罪者的） 任何信息进行公开报道， 甚
至不得提及该中心曾对某性犯罪者的相

关信息进行过登记。

4.关于 《省法院法》
第 3 条第 6 款规定 ， 对于省法院

审理的涉及家庭事务或儿童的案件 ，
媒体不得公开报道当事人或儿童的身

份信息 ， 也不得提及任何可能暗示其
身份的信息 。 第 3 条第 7 款规定 ， 为
便于开展法律或其他相关研究 ， 可在
特定报刊中发表关于庭审的评论或分

析文章。

法官有权实行的限制报道规定

下列限制媒体报道的规定， 必须经
法官认可才能生效 （有时只需提交申
请， 相关规定即自动生效）。

依据加拿大最高法院关于迪克森案

的判决， 法庭在实行限制报道规定时必
须综合考虑 《人权与自由宪章》 赋予公
众的各项权利。 通常情况下， 法庭必须
在权衡媒体提出的 “言论自由” 以及申
请人提出的 “接受公正审判”、 “人身
安全” 利弊的基础上， 才能决定是否实
行限制媒体报道的规定。

根据普通法规定， 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各法院有权禁止媒体对全部或部分庭

审过程进行公开报道， 也有权要求公众
退出庭审现场。

1.关于 《刑法》
第 486 条第 1 款规定， 法庭有权根

据实际情况实行驱逐令， 要求全部或部
分公众退出庭审现场。

第 486 条第 4 款规定， 在涉及性侵
害案件时， 法庭有权禁止媒体发表、 报
道或传播任何可能暗示被害人或证人身

份的新闻。
在涉及性侵害案件时， 法庭有权禁

止媒体发表、 报道或传播任何可能暗示
未满 18 周岁的被害人或证人身份的新
闻。

在涉及儿童色情案件时， 法庭有权
禁止媒体发表、 报道或传播任何可能暗
示未满 18 周岁的证人或色情刊物、 色
情录像中儿童身份的信息。

第 486 条第 5 款规定， 法庭根据第
486 条第 4 款发布命令前， 可依据本条
规定禁止媒体发表、 报道或传播任何可

能暗示被害人或证人身份的信息 。 此
外， 法庭有权禁止媒体对申请实行限制
规定的行为进行报道。

对于第 486 条第 2 款规定的案件，
法庭有权禁止媒体发表、 报道或传播任
何可能暗示 “庭审相关人员” 身份的信
息。

旧 《刑法》 第 486 条第 3 款经修订
后为当前 《刑法》 第 486 条第 4 款， 但
法庭依据旧 《刑法》 第 3 款实行的限制
报道规定可能仍然有效 。 根据这一规
定， 媒体不得公开报道被害人或证人姓
名， 也不得提及任何可能暗示其身份的
信息。

旧 《刑法》 第 486 条第 4 款经修订
后为当前 《刑法》 第 486 条第 5 款， 但
法庭依据旧 《刑法》 第 4 款实行的限制
报道规定可能仍然有效 。 根据这一规
定 ， 媒体不得提及任何可能暗示被害
人、 证人或其他庭审相关人员身份的信
息。

第 517 条规定， 在被告人被释放、
出庭受审或案件审结前， 法庭有权禁止
媒体对保释听证过程中提交法庭的证

据、 公诉人指控以及裁决理由等进行公
开报道。 一旦被告人申请实行限制报道
规定， 法庭必须实行； 如果公诉人申请
实行限制报道规定， 法庭可根据实际情
况决定是否实行。

第 672 条第 51 款主要就被告人因
存在精神问题不负刑事责任的听证作出

规定。 法庭有权要求媒体不得对尚未公
开的听证结果进行报道， 也不得提及听
证过程中的任何信息。

第 539 条规定， 在被告人被释放、
出庭受审或案件审结前， 媒体不得对预
审听证过程中提交法庭的证据进行公开

报道。

2.关于 《青少年刑事法》
第 75 条第 3 款规定， 法庭有权禁

止媒体公开报道 （青少年） 被害人、 证
人或被告人身份， 也不得提及任何可能
暗示其身份的信息。

根据 《青少年刑事法》 规定， 通常
情况下媒体不得对上述青少年身份进行

公开报道， 但一旦 （青少年） 被告人以
成人身份受审， 媒体可以自由报道 （详
见本法第 110 条第 2 款）。

此外， 如果 （青少年） 被告人被控
暴力犯罪 （通常指谋杀、 谋杀未遂、 过
失杀人以及性侵害等犯罪行为）， 而法
庭坚持以青少年身份审理时， 媒体可以
公开报道。

针对上述两种情况， 法官必须提前
询问 （青少年） 被告人或公诉人是否申
请实行相关限制媒体报道的规定。

第 65 条规定 ，针对 （青少年 ）被告
人实施的暴力犯罪，公诉人可建议法庭
不以成人身份审理。 这时，法庭必须禁
止媒体公开报道被告人姓名，也不得提
及任何可能暗示其身份的信息。

第 132 条规定， 法庭根据实际情况
实行驱逐令， 禁止公众旁听全部或部分
庭审过程。

3.关于 《引渡法》
第 26 条规定， 法庭有权禁止媒体

对引渡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的相关证据

进行公开报道。
第 27 条规定， 法庭根据实际情况

实行驱逐令， 禁止公众旁听全部或部分
庭审过程。

（翻译者单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关于限制媒体报道的规定

一是填写 《媒体注册保证书》 后签
名， 并进行扫描 （根据保证书规定， 媒
体记者 “在庭审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或
进行录音时， 必须及时出示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警务办公室签发的媒体注册

卡”）。
二是填写 《媒体注册身份信息表》

后签名， 并进行扫描。
三是提供一张符合要求的数码照

片。
申 请 人 将 上 述 信 息 发 送 至

Accreditation@courts.gov.bc.ca。
5.关于媒体注册卡：
警务办公室收到申请人发送的表格

和照片后，应及时准备媒体注册卡；注册
卡准备完毕后， 警务办公室应及时通知
申请人； 申请人既可到位于温哥华的省
最高法院登记处领取， 也可申请到其他
法院登记处领取；申请人领取注册卡后，
即拥有注册媒体身份。

6.关于注册媒体名单及信息更新：
省最高法院拥有所有注册媒体的信

息，包括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及注册有效
期；注册媒体的联系方式有任何变动，应
及时通知省最高法院。

7.关于媒体注册的有效期及延续：
媒体注册有效期为三年； 媒体在三

年期满后申请延续， 必须按照首次申请
的程序进行。

如详细了解关于媒体注册的相关规

定， 请致电媒体注册委员会或与下列人

员联系：
Jill Leacock （ 法 务 官 ），jill.

leacock@courts.gov.bc.ca， 电 话 604 -
660-2720；

Heidi Mcbride （ 法 务 官 ），heidi.
mcbride@courts.gov.bc.ca， 电 话 604 -
660-2750；

Andrea Keen（法务官助理），andrea.
keen@courts.gov.bc.ca， 电话 604-660-
3022；

Gene Jamieson, Q.C. （省法院法务
官 ），gjamieson@provincialcourt.bc.ca， 电
话 604-660-2864。

判决书的公布

法官作出书面判决后， 必须及时将
判决书提交法庭登记处。 媒体可向登记
处索要判决书副本，也可登录网站查询。
法官口头宣判后， 法庭可要求其提供书
面判决书， 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要求加
急办理。

媒体可从法庭登记处获取上述信

息。 如果法庭预测到大多数媒体对某判
决结果感兴趣， 应在宣判后第一时间将
判决书在网站公布。

判决书是法官宣扬“司法公平”理念
的重要载体， 因此法官一般不就正在审
理或将要审理的具体案件发表评论。 如
果媒体想了解庭审的相关信息， 可联系
主审法官办公室法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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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申请执行人曹义山申请执行王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进入执行程序，本院依法对王晨名下的位于六安市解放南路
和顺名都城智和居 9#楼 4-601室及跃室 （产权证号 3121563）
进行评估。 现向你送达安徽新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皖新房估
报字（2013）第 0912号评估报告和本院（2013）合执字第 00267-
1号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利华、叶佩琴：本院受理的兰州银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拍卖事宜，因与你们无法联系，本案对你们所有的位
于兰州市城关区雁滩乡新港城无号第六栋第二层 201 室房产
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选择拍卖机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三个工作日上午九时在本院四楼二十号民事法庭，逾期我院按
有关法律程序进行随机选定拍卖机构，并视为将选定机构的情
况和勘验现场通知送达予你们，同时依法进入拍卖程序。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俊伟、梁晓红、郑观定、郑建超：本院受理新密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依据生效的（2010）新密民专初字第 333 号民事判
决书申请执行你们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3）新密执字第 980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李科峰、王建华、郑州成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新
密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3）新密执字第 533-1 号执行
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李科峰所有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58号 1号楼 1单元 703、704号房产两处（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
为：X 京房权证东字第 029099 号、X 京房权证东字第 029098
号）。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贾矿莲、闫现军：本院受理吕建荣申请执行（2012）北民二
初字第 277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 5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洪湖科技股份（武汉）有限公司、上海洪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荆州洪湖科技有限公司、杜元浩、刘为秀、杜雄、刘莉：本院
受理湖北中企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2）鄂武汉中民
商初字第 00334 号民事调解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鄂武汉中执字第 00325-4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侯定国：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江岸支行与被执行人侯定国、武汉新鸿基地产有限公司借款担
保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本院作出的（2002）武经初字第 317 号民
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现本院对本案本金及利息，通过武
汉市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江城分所摇号选定武汉湖北中信会

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审计。 2013年 12月 25 日，该公司
作出鄂中信鉴审字（2013）第 018号审计报告书。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鄂中信鉴审字（2013）第 018号审计报告。 自公告之日起
18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审计报告，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梁智、范湘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
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湖北坤
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鄂坤衡鉴评字（2013）第 010-2 号房地
产价值估价报告，你们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四季花园城银湖美舍
E单元 7层 1号（建筑面积 156.29 平方米）房屋已被查封，该房
屋价值经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125.43万元。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评价报告，逾期视为送达。 如对此结论有
异议，可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提出复核申请，逾期
视为放弃，本院将依法执行被评估财产。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江西金峰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江西仁新铜

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执行人你公司执行一案，我院已依法委托
江西百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公司的部分机器设备进行评

估，已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赣百伦评报字（2012）字第 1101 号评
估报告一份。 本案依法进入拍卖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12）南小执字第 3-1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江西]南昌县人民法院

周生松：罗夏波、龚立松申请执行周生松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被执行人周生松未在限期内履行义务，本院依法委
托苏州市安嘉禾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周

生松所有的苏州市姑香苑 23 幢 502 室房产予以评估， 该房产
的市场价值为 1182799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苏州市安嘉禾
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安嘉禾（房估）[2013]字第
JD05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
日内， 如在该期限内被执行人周生松未提出异议又未履行义
务，本院将依法对房产进行拍卖。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聂桂珍、蔡义超：本院执行的王丽杰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白洮执字第 787 号执行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
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5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吉林]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青岛同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润滑油料物资有限
公司、青岛华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华卿、王涛：本院在执行
申请执行人吴瑞妍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依法拍卖
李华卿名下 17 套房产，异议人张霞对上述案款申请参与分配。
我院已作出（2013）青执异字第 45 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人
张霞的请求，张霞对该裁定不服，依法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3）青执异字第 45 号执

行裁定书和张霞的执行异议复议申请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执行一庭领取执行裁定书及复议申请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日内向山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坤宁、李群：本院执行的李全军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安执字第 116 号执
行通知书、传票、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 限你自本公告期满
后 5 日内履行（2013）安民初字第 61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 [山东]安丘市人民法院

孙锡山： 本院立案执行的安丘市翔远电器厂申请执行
（2011）安商初字第 383 号民事判决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跟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安执字第 1607
号执行通知书、传票、财产申报表、财产申报令，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起满后 5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安丘市人民法院
董良滨、孙丽娟：本院已立案受理李祥国、翁玉臻申请执行

你二人民间借贷、 债权转让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安执字第 1448 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2013）安民初字第 46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安丘市人民法院

安丘市昊农农资有限公司、董良滨、孙丽娟：本院已立案受
理孙伟申请执行你公司及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3）安执字第 1507 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2013）安民初字第 47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安丘市人民法院
诸城市基润通建材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刘敬业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诸执字第 29

号执行通知、传票、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责令你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申报财产，并履行（2013）诸昌民初字
第 53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偿还申请执行人刘敬业借款共计
173220 元的义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姜言玲：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郝金超与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中，因案情需要，需对你所有的位于潍坊市东风街阳光外
滩小区 D 座 601号住宅一套进行财产价值评估，现向你公告送
达昌邑市人民法院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责令你自公告届满之
日起三日内来昌邑市人民法院技术室选择相关评估机构，逾期
视为你放弃相应权利。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山东]昌邑市人民法院

张淑芬：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石岛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威海石岛支行申请执行（2011）荣商初字第 401 号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荣执字第 1000-1 号执行裁
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
视为送达。 [山东]荣成市人民法院

高辉 ： 申请执行人李云峰执行高辉 【身份证号 ：
410521198811150515】（2013）临民终字第 00138 号民事判决书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临尧法执字第 882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至公告
期满后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西安知本创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陕西大关中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陈元洁：本院受理的王宏厚与西安知本创业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陕西大关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陈元洁、陕西星王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陕西建
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咸阳市秦都区西兰路 23 号（1B）商业
大厦一层房地产进行评估， 现已作出陕建业房评 （2013）第
1122613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现予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如对估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 10 日内，
向本院提出异议。 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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